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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63                           证券简称：隆基机械                           公告编号：2022-006 

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416,100,301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00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隆基机械 股票代码 00236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建  呼国功 

办公地址 山东省龙口市外向型经济开发区 山东省龙口市外向型经济开发区 

传真 0535-8881899 0535-8881899 

电话 0535-8881898 0535-8842175 

电子信箱 liujian@longjigroup.cn office-zb@longjigroup.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主要业务 

公司主要从事汽车制动部件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产品包括汽车用制动盘、制动毂、轮毂和制动钳等；市场主要涵

盖乘用车和商用车两大领域，是国际大型汽车零部件采购集团的主要供应商；同时还为国内各大自主品牌、合资品牌及新能

源汽车厂OEM配套。 

2、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汽车制动部件生产所需主要原材料为原料铁、废钢等，均采用外购模式，并根据订单储备原材料安全库存；通过制定采

购计划，分批向公司确定的供应商进行采购，供应商按照指定的时间、地点和数量完成采购计划，公司根据计划完成情况给

予滚动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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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供应商为通过质量管理标准体系认证的企业，与本公司有着多年的战略合作关系，能够保证按时执行采购计划。同

时，本公司已建立完善的供应商管理体系，对供应商的引入、考核、调整、淘汰等均严格按流程管理。 

（2）生产模式 

汽车制动部件具有较高的安全性要求，公司始终按照“以销定产”的方式组织生产，即根据客户订单，结合产品的库存

情况和运输周期，由生产部门制定生产计划并下达给各生产车间来完成。在生产过程中，技术研发、品管、装备、动力及储

运等部门均遵循稳定顺畅的生产模式协同分工，生产部门总协调；各主要工序间均采用流水线作业的方式组织生产。  

（3）销售模式 

主要销售模式为直接面向国内外各大知名品牌汽车厂以及汽车制动器总成和车桥生产企业、国际大型汽车零部件采购集

团。即根据客户订单交付时间安排生产并配送至指定地点，以满足装配，开具发票后挂账，由客户按照一定周期滚动付款。 

3、公司产品市场地位、竞争优势与劣势、主要业绩驱动因素、业绩变化 

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汽车用制动盘、制动毂等制动部件产品研发、生产与销售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有着几十年的汽车

制动部件生产经验，公司具有规模优势、市场优势、品牌优势、技术研发优势、装备优势、绿色环保优势等，且在交付、质

量、价格等方面，均具有较强的竞争力，深受市场和广大中外客户的青睐。公司非常注重与客户的交流、关注行业的变化，

并努力为客户提供一流的产品和满意的服务。同时，公司还是国内外各大知名品牌汽车厂以及汽车制动器总成和车桥生产企

业的OEM配套供应商，并与国际大型汽车零部件采购集团建立了长期战略合作关系。 

2021年，立足“十四五”开局之年，国内宏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作为国民经济重要的支柱产业，变局之下的汽车行业

近年来总体保持稳定发展，在面对芯片短缺、原材料价格持续高位等不利影响下，汽车行业迎难而上，主动作为，全年汽车

产销呈现稳中有增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发展韧性和内生动力，对宏观经济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2021年，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08.2万辆和2627.5万辆，同比分别增长3.4%和3.8%，结束了2018

年以来连续三年的下降局面。中国品牌汽车受新能源出口市场向好带来的拉动作用，市场份额已超过44%，接近历史最好水

平。随着汽车行业持续向电动化、网联化、智能化、共享化趋势的不断发展，行业整体面临着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报告期

内，公司紧紧围绕年初既定的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聚焦主营业务，不断加大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力度，扎实开展各项工作，

不断提升规范运作水平，主营业务较去年同期呈现一定幅度的增长。 

4、汽车轻量化底盘铸造车间技改项目 

报告期内，公司募投项目“汽车轻量化底盘铸造车间技改项目”于2021年6月份竣工，12月份试生产，目前各工部运行

良好，生产效率和铸件质量进一步提高、车间环境极大改善、劳动轻度大大降低，智能制造能力达到行业领先水平。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9 年末 

总资产 3,470,450,880.41 3,230,120,444.09 7.44% 3,437,787,919.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170,102,179.82 2,221,722,564.77 -2.32% 2,359,847,606.08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1,959,669,298.22 1,596,463,053.09 22.75% 1,632,845,128.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599,675.25 47,039,591.27 -32.82% 61,852,894.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6,330,303.23 33,563,633.77 -21.55% 49,476,989.0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7,599,348.81 9,168,808.65 2,055.13% 133,536,845.0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0.11 -27.27% 0.1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0.11 -27.27% 0.1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4% 2.03% -0.59% 2.65%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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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443,737,921.44 456,459,684.23 480,169,636.46 579,302,056.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220,330.17 4,323,216.08 8,741,757.58 2,314,371.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668,676.06 1,903,692.03 7,601,677.67 2,156,257.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693,952.42 2,907,556.73 17,059,236.55 158,938,603.11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

通股股东总

数 

29,82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28,781 

报告期末

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

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隆基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2.24% 175,771,440    

张业波 境内自然人 0.99% 4,139,900    

唐岩 境内自然人 0.98% 4,096,590    

李玉华 境内自然人 0.98% 4,077,000    

日照市海达

尔能源装备

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86% 3,566,000    

徐开东 境内自然人 0.82% 3,425,600    

陈少龙 境内自然人 0.51% 2,120,830    

吴吉林 境内自然人 0.47% 1,950,600    

李玉祥 境内自然人 0.47% 1,936,500    

曲来生 境内自然人 0.45% 1,888,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隆基集团持有公司 42.24%的股份，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张海燕女士、张乔敏先生分别持

有隆基集团 60%、40%的股权；张乔敏先生与张海燕女士为父女关系，从而合计间接持有

公司 42.24%的股份，张海燕女士、张乔敏先生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除以上情况外，本

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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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张海燕 

 

                                                       2022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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